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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夏之交，坐在书桌前挥洒笔

墨，洒下一行行娟秀的隶书，我都会记

起，那夹杂在清风中的谆谆教诲。

拿起毛笔，嗅着丝丝墨香，我仿佛又

回到了儿时……

“爷爷，我想学毛笔字！”清脆的童

声随着嬉闹声从书房传来。“哎呀，小妮

子，先把你脸上的墨迹擦一擦吧！”爷爷

无可奈何地望着雪白宣纸上留下的一

串串“黑猫脚印”，亲切和蔼的脸庞挂上

了一丝愠色。“好吧好吧，我教你，看清

楚，握笔有力，下笔果断，移腕流畅，收

笔含蓄……”就是这一个个充满墨韵的

片段连缀了我的整个童年。

到了初中，我练字的时间变少，也渐

渐缺少了耐心。在一个燥热的初夏中

午，书房的电风扇不厌其烦地转着头，沉

重的落地窗遮住了阳光。爷爷严厉的声

音在我的耳边打转：“你现在的练字简直

是做无用功，看似你付出了几个小时的

努力，却比不上我练字一个小时！单照

字帖抄有什么用！蚕头雁尾是隶书的精

华，你这写的是什么？”在爷爷的不断抱

怨下，我考试失利的怒气连着不耐烦一

起爆发了！我将墨砚打翻，溅出的墨滴

如触目惊心的黑色血迹，喷洒在纸上，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好？我天天努力练

字，怎么还成了无用功？”

爷爷气得脸色发红，灰白的胡须也

因激动而颤抖。但他只是弯下腰，擦拭

着流墨，耐着性子跟我讲了个小故事：农

夫在干旱时间日夜不停地挑水浇地，工

匠见他如此辛苦，便想做一个水车帮助

农夫，而农夫毫不领情，固执地一桶一桶

地挑水，不接受任何人的建议，工匠只能

叹息着走开！“妮子，你固执地抄写别人

的字帖，纵使是书法大家的名迹，如果没

有自己对书法的感悟，一味地搬抄比得

上用正确的方法练习吗？我希望你能像

工匠那样，能分析局势，并在临摹的基础

上汲取经验，掌握笔画的纵横，这就等于

在字帖和作品间建筑了一个‘水车’，达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的脸颊仿佛有火在燃烧，羞愧地

重拾毛笔认真地观察起字的笔画勾勒，

怀着爷爷的教诲，像一位农夫，在宣纸上

种植墨迹。

我会一直记得这个暗藏墨香的小故

事。

指导老师：唐芳红 胡佩锋

嘿，我是一个电饭煲，一个家

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哩！

我的形状是椭圆形的，主人往

我肚子里倒入米粒，盖上盖子，插

上电，我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我把

这些米粒揽进怀里，用体温暖着这

些米粒，经过我不断的磨擦和拥

抱，“汗水”流了下来，也就是人们

说的水蒸汽，慢慢地，那些米粒变

得柔软饱满，我却满头大汗。

我不但可以煮饭，还可以炖

汤！主人经常让我炖海鲜汤，鱼

肉、虾仁、鱿鱼……各种各样，我看

着那些海鲜口水直流，等主人关上

盖子，各种海鲜在我身边游来游

去，我们一起嬉戏，快乐地吐泡泡。

过了一会儿，小海鲜们都累

了，沉到水底睡觉了，我好孤独！

可是一想到能为主人服务，看着主

人开心地喝着汤，我的心也热烘烘

的！

我有一个缺点——不会说话，

也因此经常出现意外。我经常出

汗，于是我就从一个透气孔排出很

热很热的水汽，有一些不懂事的小

主人好奇，摸我的透气孔，手上就

被烫出大大的水泡。听到那哭声，

我的心都碎了，怎奈我不会说话，

不能及时提醒。唉！

我真希望我给人们带来的是

幸福，而不是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

哭喊！

最让我难忘的，是教我小学六年

级时的语文老师——李世淼老师。

李老师戴着眼镜，一看就蛮有学

问。他的身材高高大大的，还有一个

鼓鼓的小圆肚，在我的眼里，他是一

位非常帅气的男老师。

李老师是个幽默的人。有一次，我

的同桌向吉洋做作业时偷偷吃薯片，被

老师逮个正着。李老师将黑板刷往讲台

上一拍，一本正经地说：“大胆向吉洋，竟

敢在寡人的眼皮底下搞小动作，是不是

想罚抄课文了？”向吉洋忙向老师认错：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看在你可怜的样儿上，朕暂且饶你

一命。课文不罚抄了，麻烦你奖励给每

个同学一片薯片吧。”教室里欢呼起来，

可怜向吉洋，他的两袋美食就这样被瓜

分了。

记得有一次写作业时，李老师和我

们打赌：如果全班学生的语文作业没有

一个错别字，老师就请我们每人吃 1 支

冰淇淋；反之，我们就请老师吃 10 支冰

淇淋。我们信心满满，结果，有3位

“马大哈”的作业被老师找到了错别

字。我们想耍赖不买冰淇淋，“言而

无信，非人哉？”在老师的“激将法”

之下，我们拿出零花钱买了10支冰

淇淋。老师吃了1支，剩下的9支，奖

给作业写得整齐的学生了。当然，我们也

有收获，我们慢慢养成了检查的好习惯，

作业中的错误越来越少了。

马上就要离开我们敬爱的李老师

了，真的有点舍不得。进入中学后，希望

我的语文老师也像李老师一样幽默，一

样对我们好。

指导老师：肖晚霞

记忆，是十分宝贵

的，它见证了我们的成

长与蜕变。可经过时

间的洗礼，我们渐渐地

淡忘了很多记忆。我

突发奇想，想要开一个

储存记忆的店，帮助每

一个人。

这个店我费尽了

心思，我设置了很多玻

璃 柜 ，储 备 了 许 多 相

框，用来存放物品。最

重要的就是记忆储藏

机 啦 ，它 有 一 个 感 应

器，双手轻放在上面，

记忆就可以传输到储藏机里了。这

个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全自动化

的，不用人看守。

这天，有一个漂亮的“小公主”，

来到了我们店里。她扎着俏皮的马

尾辫，头上还带着一顶小王冠，穿着

粉红色的蓬蓬裙，“大姐姐，这是我第

一次得奖，你看这奖杯大吧！”说着她

自豪地举起左手，将大大的奖杯放到

我面前。“我想要储存这次得奖的记

忆，长大之后再来看看第一次得奖的

自己。”小女孩郑重其事地说着。我

忍不住想逗她一番：“可在我们店里

储存记忆是要交保管费的哟！”她有

些为难，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很

快，她脸上又漾起了自豪的神情，大

声道：“我可以把奖杯放在你们店的

复制台上，不就又有一个奖杯了吗？”

这一刻，我和她会心一笑。她的奖杯

就这样永久留存下来了……

多年以后，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

走进了我们店，她第一眼就看到了玻

璃柜中的奖杯。她指着奖杯对我笑

了笑：“大姐姐，你还记得当年拿着大

奖杯的小姑娘吗？”我上下打量着她，

也认出了当年复制奖杯的那个小妹

妹！我领着她，来到了储存机前，让

她把手放到感应器上。这时，感应器

的显示屏上跳出来了一个小女孩，她

高举着奖杯站在领奖台上，那骄傲自

豪的神情感染着每一个人。

“大姐姐，谢谢你，让我看到了那

段最珍贵的记忆……”

那些曾经的经历转瞬即逝，惹人

忧伤惆怅。而存放在记忆珍藏店的

那些记忆，一直都在那里，熠熠生辉，

永远都不会被遗忘。

指导老师：龙凌琦

外婆年龄大了，很容易忘

记东西放在哪儿了，然而夏天

用的蒲扇她却记得清楚。蒲

扇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了，虽

说不上是完好如初，但是也没

有太大的损坏。

以前，每逢夏天，我都会

钻到外婆怀里睡觉，因为夏天闷热，我总

是翻来覆去不肯入睡，外婆用蒲扇送来

阵阵微风，我才安静下来。那一下一下

的风和着蒲扇摇过的扑棱声有神奇的催

眠功能，可大多时候我还没睡着，外婆已

经受不住瞌睡虫的袭击，耷拉着手臂睡

着了。我抬手摇摇她，外婆又迷迷糊糊

地抬手，有一下没一下地

摇着。

如今科技发达了，用蒲扇的家庭少

之又少，几乎每家每户都装上了空调。

空调代替了蒲扇，却代替不了蒲扇与外

婆和我之间的情感。尽管不再靠蒲扇送

来的凉爽入睡，但在农村，一家人傍晚坐

在院子乘凉时，还是少不了它的身影。

拿着手机刚刚坐定，忙完家务的外婆就

搬着椅子坐到我的身边，摇起了

蒲扇。当我抬起头，发现这突如

其来的凉爽还是来自当年那个宠

爱我的外婆时，我笑了。有时我

会接过蒲扇来帮外婆扇，有时我

会继续享受着外婆扇来的凉风，

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跟外婆分享着手机里

的趣事儿。

蒲扇，这个细小的老物件，现在很难

买到了，它何其珍贵，扇上的每一处痕

迹，都饱含浓浓的情意。

“物”不过是连接“情”的桥梁，蒲扇

把外婆和我的心连接在一起，我们一起

守着这浓浓的情。

记得五岁时，在一个烈日炎炎

的夏天，我一大早就在看关于西瓜

籽发芽的视频，看着看着，我也想吃

西瓜了。便苦苦哀求妈妈买一个。

妈妈把买来的大西瓜切成六

块，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突然，

有一颗西瓜籽，悄悄地溜进了我的

肚子里。顿时，我突然想起早上看

的视频，心想：出大事了，这西瓜籽

要在我肚子里发芽了。

睡觉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

西瓜长出来的情景——我的肚子被

撑破了，脑袋变成了西瓜。想到这

里，我大声哭了起来。妈妈急忙问

道：“怎么了？不舒服吗？”我结结巴巴地把事情

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傻瓜，植物发芽

一般都需要水分、空气与温度等条件，人的肚子

虽然有水分和温度，但空气却还是达不到要求，

所以是不会发芽的！”

我虽然没听懂，但知道了西瓜籽不会在我

的肚子里发芽。真是虚惊一场啊！

指导老师：张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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